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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更新截至 2017 年 6 月 16 日，如遇使领馆或签证中心相关规

定调整请以使领馆或签证中心公布内容为准；本手册仅供参考，不承

诺按本资料指引将一定获得签证。请在得知签证结果后及时通知我

会，以便我会安排下一步参展工作。请致电 010-57392095/5739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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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申根签证重要通知： 

 1.  自 2016 年 12 月 17 日起，申请者如需在线注册预约，请务

必通过以下网址在线注册预约： 

https://fr.tlscontact.com/cn/splash.php?l=zh_CN 

 

2、根据欧盟新规，从 2015 年 10 月 12 日起，12 周岁以上的申根国

家签证申请者本人均须前往签证受理中心（或特殊情况下在使领馆）

提供本人生物特征识别数据（即俗称：录入指纹+拍照）。 

    申根签证的生物识别数据有效期为 59 个月，并且会在获得的

签证页上标有“VIS”字样。在任意申根国家提交申根签证申请

后，如已采集生物识别数据并成功获得签证，在后续申请时，即

使此次申请的国家并非上次的申根国，亦无需本人亲自前往重复

采集。在提交新的申根签证申请时，只需提供签证编号和签证页

复印件作为证明。 

3、法国签证受理中心的电话客服中心的服务方式已变更为回拨模式。

申请者可根据语音提示留下需要回拨的电话号码，法国签证受理中心

的客服代表将尽快回复您。客服中心将会回答以下关于您签证申请的

问题，并提供中文，英文和法语服务。 

    为了能够及时联系到您，请保持电话畅通，并及时接听。回拨

号码将显示为 021-60168668。如果您已经在签证受理中心网站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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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了法国签证申请，请准备好您的申请号（以 M 开头）或者护照号

码。感谢您的配合。 

电话：+86 (021) 60168668 或 +86 (021) 22218401 （拨打电话者

需支付标准通话费）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 上午 08:30 - 12:00，下午 13:15 - 16:30 

4、自 2014 年 1 月 27 日起，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之际，中国公民

赴法的个人短期签证申请的受理周期缩短至 48小时。签证受理时间

从递交完整申请材料至签证受理中心之时开始计算（节假日和周末除

外）。请点击“预约和受理周期”查看细节。 

    建议您尽早安排签证申请，具体提交申请的时间请参考法国签

证受理中心公众假日关闭时间表 。请注意：申请者最早可提前 90

天（以计划到达申根地区的日期为准）递交签证申请。 

 

二、因私护照办理赴法短期商务签证相关信息 

欢迎贵司参加 2017 年 9 月 18 日至 21 日在法国巴黎 LE 

BOURGET 展馆举办的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会（巴黎）暨巴黎国

际服装服饰采购展 Apparel Sourcing Paris。请参展商自行预约签证面

谈时间（通过签证中心网页或致电呼叫中心进行预约），预约成功后

请及时通知我会签证时间。办理因私签证参展人员须于预约递交签证

材料时间携带以下文件到法国签证中心递交签证材料。签证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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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址上按照申请人自身情况不同分别列出的材料清单，本文所列材

料仅供参考，如有变化以法国签证中心相关网站公布为准。法国使领

馆有权询问申请人任何所需的其他信息和文件。 

签证人员应对本公司基本情况和业务比较熟悉，如创建时间，员

工数量和年销售额等；如有父子/母子等同时签证情况的出现，并被

签证官询问，则应如实回答。建议携带公司彩页介绍；与欧洲公司的

业务往来资料（合同，协议，发票，往来书信或电子邮件），参加国

内外展会的照片等相关材料；摊位费汇款发票证明（我会提供发票原

件，未汇款的请尽快办理汇款）；展位确认书 （我会提供，含公司名

称及参展面积）和展位图，以证明参展身份。 

有效的护照 

在您提交申请之前，请确保您的护照在有效期之内。 

1. 请检查您的护照有效期。 

办理短期签证，您的护照有效期需超过预计离开申根区日期的 6 个月

以上。办理更新 1 至 5 年多次入境签证，有效期需超过你申请签证日

期的 15 个月以上。办理 3 个月以上长期签证，有效期需超过预计离

开中国日期的 15 个月以上。 

如果护照有效期不符合要求，您应申请延长或更换护照。 

2. 请您确认您的护照上至少有两页空白签证页。 

3. 请确认您的护照没有出现下列情况： 

护照内有照片的那一页无塑封膜（防伪透明膜，应盖住照片）或塑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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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脱落, 您应要求护照发放部门重新予以塑封。 

护照由某一公司塑封，这会使护照无效。 

护照内有刮痕，划痕或修改的痕迹。 

4. 护照发放期超过十年，即使递交申请时护照仍在有效期内(您应在

中国有关部门申领新护照或根据您的国籍在当地领事馆申请新护照) 

我们不建议成年人的护照上登记有一个或多个儿童。我们强烈建议您

使用单人护照，以便于发放个人签证。 

如果您获得签证 

请仔细检查签证页中的以下信息：照片是否相符；有效期是否与您申

请的时间相符；您的名字是否拼写正确；护照号码是否正确。 

如果您的签证申请被拒绝 

如果您的签证申请被拒绝，请检查信封内是否装有拒签信以及护照最

后一页是否盖有受理章。 如果您发现您的签证页上信息有误，或者

您没有发现拒签信或受理章，请立刻与签证中心工作人员或者法国使

领馆工作人员联系。 

签证费用 

最近更新 : 2017 年 6 月 16 日  

签证费用表. 根据官方汇率以人民币现金结算.  

每位申请者都需支付签证费（代使馆收取）及签证服务费（签证申请

过程中全程服务费用）。 

签证费 RMB 455 元，签证中心签证服务费 RMB 22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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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支付签证费用并不能作为取得签证的保障，一旦申请材料被递

交至法国使馆，无论是签证申请被拒绝还是申请者自己决定停止申

请，签证申请费用都不予退回和转帐，无一例外。 

 

法国签证领区划分 

重要提示：申请人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领区进行签证申请，请注意各

领区签证资料和表格稍有不同。 

重要提示 : 您旅行的主要目的地国家是法国方可向法国使领馆申请

签证。如果您的旅行目的是工作与旅游兼顾，则向工作地国家使领馆

申请签证； 如果旅行目的相同（注：即前往国家都是工作目的或都

是旅游目的），则向停留时间长的国家申请签证；在停留时间相同的

情况下，向第一个入境的国家申请签证。 

北京领事区（https://fr.tlscontact.cn/cn/BJS/index.php?l=zh） 

广州领事区（https://fr.tlscontact.cn/cn/CAN/index.php?l=zh） 

成都领事区（https://fr.tlscontact.cn/cn/CNG/index.php?l=zh） 

沈阳领事区（https://fr.tlscontact.cn/cn/SHE/index.php?l=zh） 

武汉领事区（https://fr.tlscontact.cn/cn/WUH/index.php?l=zh） 

上海领事区 (https://fr.tlscontact.cn/cn/SHA/index.php?l=zh) 

济南签证中心（https://fr.tlscontact.cn/cn/TNA/index.php?l=zh） 

重庆签证中心（https://fr.tlscontact.cn/cn/CKG/index.php?l=zh） 

深圳签证中心（https://fr.tlscontact.cn/cn/SZX/index.php?l=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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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签证中心（https://fr.tlscontact.cn/cn/CSX/index.php?l=zh） 

杭州签证中心（https://fr.tlscontact.cn/cn/HGH/index.php?l=zh） 

昆明签证中心（https://fr.tlscontact.cn/cn/KMG/index.php?l=zh） 

西安签证中心（https://fr.tlscontact.cn/cn/XIY/index.php?l=zh） 

南京签证中心（https://fr.tlscontact.cn/cn/NKG/index.php?l=zh） 

福州签证中心（https://fr.tlscontact.cn/cn/FOC/index.php?l=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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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照片规格 

 

签证申请人需随材料递交两张近期拍摄的符合特定要求的白底彩色

证件照。  

 

签证申请表上需粘贴一张照片. 

照片尺寸  

3.5 厘米 x 4.5 厘米, 头部应在照片正中 头部长约 3厘米 (从头发最

高处至下颚).  

照片特征：头像居于正中，人像清晰，层次分明；照片为彩色，背景

为浅色。照片为申请人近期（六个月以内）所拍，能如实地反映申请

人的近期面貌。正面照片，正对照相机，眼睛直视镜头。拍摄整个头

部和肩膀的顶部。脸部需占整张照片的 70%-80%。必须能清楚地看

到双眼，双眼睁开。头发不能遮住眼睛。 

眼镜： 可以戴眼镜，但必须能特别地清楚地看到双眼。镜片不能是

彩色的;镜框不能遮住眼睛的任何一部分;镜片不能反光 

关于头巾： 可以戴宗教头巾，但必须能特别清楚地看到脸部的细节。

必须能清楚地看到下颌，前额和两颊;由于头巾造成的脸部阴影不能

被接受。粘贴签证申请表在签证申请表的规定位置粘贴照片或用别

针。如果使用别针，请确定别针没有遮住申请人的脸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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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签证申请流程 

第一步: 确认签证类型及所需材料 

请确保您申请的签证类型、国家与您的实际旅行目的国和目的相符。 

点击签证类型及材料，查阅与出行目的一致的签证类型。根据您申请的签证类

型相对应的材料清单，准备完整的申请材料。 

点击常见问题,查阅更多签证申请基本信息。 

须知： 

1. 同一团组中每位申请者都必须提供一套独立、完整、符合材料清单要求

的签证申请材料。 
2. 请按照材料清单的顺序整理材料，勿用订书机装订。 
3. 所有复印件均为 A4 纸规格。 

第二步: 预约递交申请时间 

1. 注册：您只需提供一个常用的电子邮箱即可在线注册，账户激活邮件将

发至您的电子邮箱。 
2. 在线提交申请表：填写全组申请人员信息后，确认提交，生成签证申请

表并签字。 
3. 自助在线选择递交申请的时间。5 人以上（含 5 人）团组，请在确认提

交整组申请后，联系电话客服中心获取预约。 
4. 打印预约通知单，或在手机上保存的预约单截屏，进入中心时备查。 预

约单包含团组预约号（M 字母开头）、个人申请号、预约日期和时点等信

息。 

第三步：递交签证申请材料 

1. 出席预约： 请按预约时间，携带所有申请材料，准时到达预约的签证

受理中心。 重要提示：迟到或未出席，均需重新预约。 
2. 申请受理： 签证受理中心依照材料清单的要求检查材料的完整性，告

知与清单不符的项目。申请者确认是否递交签证申请。 
3. 支付费用： 在递交申请材料之后、采集生物特征识别数据之前，申请

者须支付签证费用。支付方式为现金或刷卡，目前不支持其他付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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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未能支付费用的申请将无法受理。 点击增值服务，了解中心内提

供的其他自选服务。 
4. 生物特征识别数据采集: 根据欧盟规定，自 2015 年 10 月 12 日起，12

周岁以上的申根国家签证申请者本人均须前往签证受理中心（或特殊情

况下在使领馆）提供本人生物特征识别数据（俗称：录指纹+拍照）。 

查询豁免条件。点击 常见问题，了解更多信息。 

在申请者确认递交申请，支付签证费用并采集生物特征识别数据后，申请材

料将被转交至使领馆审核。 

第四步: 申请进程 

唯有法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领馆拥有对签证结果的决定权和最终解释权。

护照由使领馆密封在信封内返回至法国签证受理中心。法国签证受理中心对

签证结果不知情。 

在签证申请审理过程中，使领馆有权要求申请者补充必要的申请材料或面试。 
如有需要，使领馆或签证受理中心将以电话、邮件等方式通知您。请在申请过

程中，保持电话畅通，并注意查收邮件。 

第五步: 领取护照 

护照由使领馆密封。在返回签证受理中心后，中心将以短信形式通知领取。也

可在个人账户下自助查询进展。 

1. EMS 邮政快递返还护照： 

如在递交申请时选择了 EMS 邮政快递返还护照的增值服务，护照在返回上海

签证受理中心后，将直接由上海中心寄出。 

2. 中心领取护照： 

请携带所需证件及材料，在中心对外开放时间前往递交材料的签证受理中心领

取护照，无需预约。 

温馨提示： 

1. 在注册的个人页面自助查询时，当显示为【护照已经由领馆转回至签证

中心】，护照才处于可取状态。如显示正由领馆转回中心，护照不可取，

请耐心等候系统更新状态，勿自行前往中心等候。 
2. 由于短信的接收受到通信网络、申请者所处位置等多方面外界因素的影

响，签证中心无法保证 100%的短信接收率。短信不是获知护照状态的

唯一方式。请注意通过其他途径跟进申请进程，以免耽误您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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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中心领取护照时，须提供递交申请时获得的【签证申请确认单】第 2
页上提示的所有证明材料。护照是重要的个人证件，如证明材料不完整，

中心无权交付护照。 点击如何领取护照。 

领取护照须提供的材料: 

本人自取： 

1. 中心递交申请后获得的签证申请校对单，原件 
2. 申请者（或未成年申请者的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须知：1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可自取护照。父母 /法定监护人代取

时，除上述材料外另须提供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如第三方

代取，请参照下方提示。 

他人代取： 

1. 中心递交申请后获得的签证申请校对单，原件 
2. 申请者（或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原件 
3. 代领人的身份证或护照，原件及复印件 
4. 申请者（或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5. 如代领未成年人的护照：须提供未成年人与签字授权代领护照的法定监

护人之间的亲属关系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四、签证所需资料 

申请办签证所需要材料的清单（因人而异，仅供参考，每个领区材料

要求不同） 

请注意: 根据申请者的具体情况，在审核签证申请的过程中，法国驻

华使领馆有可能要求申请者提供清单以外的其他文件或信息。提交以

下材料清单的所有材料，不能作为获发签证的保证，敬请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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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上海领事区） 

旅行目的:  商业目的 

签证类型: 短期签证(停留时间少于 90 天) 

        商务考察 

特别提示： 

1. 申请商务考察签证。您需要提供法方的邀请函。 

2. 根据申请者的具体情况，在审核签证申请的过程中，法国驻华使领馆有可能要求申

请者提供清单以外的其他文件或信息。提交以下材料清单的所有材料，不能作为获发

签证的保证，敬请知悉。 

更新 1-5 年多次往返签证特别提示： 

您最近获得过由法国使领馆签发的一至五年多次往返签证，您在该签证到期前三个月

内至到期后一年内需要重新申请赴法申根签证，您无需提供以下第：7、8、9、12 项

材料 

材料清单： 

 

注：原件、复印件栏目下标注 Y =需要提供的材料 

序

号 
材料描述 

原

件

复

印

件

I. 基本材料 

1 

两张相同的白底彩色近照（近 6 个月内拍摄） 

尺寸为 3.5 厘米 x 4.5 厘米，正面免冠，嘴巴合拢。详细照片标准，请参阅

中心网站“常见问题”栏。 

Y   

2 

短期申根签证申请表，原件 

注意事项： 

1. 表格模版：可在中心官网“下载表格”处下载。如从其他来源获得签证表，

请确保该表适用法国（可从表格最后一页的信息栏看到个人信息处理的申根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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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2. 语言：申请表必须用英文或法文填写。 

3. 签名： 

1）申请表须由满 18 周岁的申请者本人签名，须与申请者有效护照上的签名

一致，即同为字母、拼音或汉字。代理人签名无效。 

2）2 处签名：请注意在表格第 36、37 项和尾页最后一栏处注明时间、地点

并签名。 

3）未成年申请者（递交申请日未满 18 周岁）： 

申请表必须由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签名。建议父母双方同时签名。注意：请

不要代签未成年人的姓名。请在签名旁边加注“父亲”/“母亲”/“监护人”。用

英文或法文标注。 

3 

申根签证申请补充问题，原件 

注意事项请参见短期申根签证申请表。在上海签证受理中心递交的申请须使

用上海法国总领事馆要求的模板。请在下载表格前确认是否已选择正确的签

证中心。 

Y   

4 

医疗保险，原件及复印件 

1. 承保地区: 

1) 保单应明确标明适用或覆盖申根国家地区的字样。只适用法国的保单不

合格。 

2) 如保单中没有显示申根区，承保范围仅在条款中体现，须同时提供证明覆

盖申根区字样的条款。中文条款需附英文或法文翻译。 

2. 保险期限： 

• 短期申根签证：须覆盖在申根区的整个停留时间。应至少覆盖机票订单往

返中国的日期，即从第一次进入申根区（到达第一入境的申根国家）之日起，

到离开最后一个申根国家之日为止。 

• 申请法国海外省、海外领地和海外领土集团短期签证：请购买适用相应的

出访地区并覆盖全程时间的医疗保险。 

3. 保险额度： 

须涵盖医疗保险和送返费用，医疗保险保额不低于 3 万欧元（约 30 万人民

币）。 

Y Y

5 

邀请信，原件或复印件 

需使用公司正式的信头纸并加盖公章,签字,并须包含如下信息: 任职公司的

详细地址和联系人; 签字人员的姓名和职务; 访问的目的和持续时间; 详细

日程; 支付旅行和生活费用的单位或个人。 

Y Y



    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会（巴黎） 
巴黎国际服装服饰采购展  2017.2.6-2017.2.9 

 14

6 

工作单位证明，原件及翻译件 

由申请人的工作单位/自有企业开具的证明信，需使用任职单位正式信头纸，

加盖公章，由负责人签名，并标明出具日期。若原件为中文，须提供英文或

法文翻译件。证明须包含以下信息: 

- 任职公司的现址、电话、传真号、电子邮箱和联系人; 

- 签字人员的姓名和职务; 

- 申请人姓名、职务、收入、工作年限及工作地点（目前服务单位所在城市）; 

- 访问目的和时间； 

- 单位派遣或准假确认，证明申请人回国后将继续任职。 

- 费用承担方。 

Y   

7 

营业执照/机构代码/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相似功能材料)，复印件（加盖公司

公章） 

自由职业者无需提供。 

  Y

8 

申请人最近三个月的银行活期账户对账单（信用卡和定期存款账户除外），

原件 

学生,未成年或无业申请人: 可提供一方父母或配偶的银行对账单 

Y   

9 

工作单位最近三个月的银行对账单（信用卡和定期存款账户除外），复印件 

如工作单位承担此次旅行费用，须提供单位自身经济能力证明材料。 

  Y

10 

展位地图，复印件 

如果您将参加展览会而租展位，必须提供。 

  Y

11 

支付展位的汇款凭证或者发票，复印件 

如果您将参加展览会而租展位，必须提供。 

  Y

12 

户口本，复印件 

仅适用中国籍申请人。本人所在户口本上全体成员户口页的复印件。 

  Y

13 

护照，原件及复印件 

因私护照或其他有效旅行证件。如需了解有效护照标准，请查阅中心官网“常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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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问题”板块。 

在提交申请之前，请务必检查以下项目。 

1. 护照有效期： 

- 护照发放期不能超过 10 年。 

- 办理短期签证：护照有效期需超过预计离开申根区日期的 3 个月以上。 

- 办理更新 1 至 5 年多次入境签证：有效期需超过申请签证日期的 15 个月

以上。 

- 办理 3 个月以上长期签证：有效期需超过预计离开中国日期的 15 个月以

上。 

2. 护照上至少有两页空白签证页。 

3. 护照是否有刮痕，划痕或修改的痕迹。 

如果护照有效期不符合要求、无 2 页空白签证页或护照破损等，应申请延长

或更换护照。 

4. 如旧版护照，请确保护照最后一页已签名。 

 护照，复印件 

护照前五页（有内容的备注页）以及所有带签证或盖章的签证页。 

他人代交的必要材料（如适用） 

如申请者曾在 59 个月内录取过指纹并获得 VIS 标注的签证，可委托他人代交材料。具体

标准请参阅中心官网“常见问题”栏目。 

14 

签证申请/护照领取委托书，原件 

如果您选择由他人代交您的签证申请，必须提供。请在官网下载标准委托书

模版。 

1. 委托书上的签名必须与申请者护照、签证申请表上签名一致, 且委托书

必须填写完整，不得有任何涂改。 

2. 委托书须单独开具，不可共用。 

3. 未满 18 岁的未成年申请者：委托书须由父母其中一方 或 法定监护人

签名，可委托任意一名成年人陪同未成年人到场提交材料和采集指纹（委

托书需同时附上父母身份证件的复印件）。年龄以递交申请日是否达到 18

周岁为准。 

请注意： 

(1) 监护人请勿代签未成年人的姓名；委托书署名须为监护人姓名，被委托

人不能代签。 

(2) 未满 12 岁未成年人无须录指纹，申请人本人可不到场。 

如父母为未成年申请者代交，则不需要提供委托书，但须提供户口等证明关

系的材料。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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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代理人身份证或护照，原件及复印件 

如果您选择由代理人提交您的申请, 必须提供。身份证须复印正反面。 
Y Y

II．支持性材料 

请根据申请人国籍、年龄、职业及家庭状况，酌情选择适用的材料。 

在中国长期居留的外籍申请者：须提供以下第 16 项材料 

16 

外国人在中国的有效居留许可，原件及复印件 

非中国国籍的申请者须持有有效期不少于 6 个月的中国居留许可，此居留许

可应在申请者返回中国后仍有效。如仅持有中国单次或多次签证，申请者不

得申请除“空港过境签证”以外的其他类型签证。 

Y Y

仅适用于更新 1 至 5 年多次入境签证: 须提供以下第 17 项材料 

17 

一年至五年多次往返签证申请声明  (仅适用于更新 1 至 5 年多次入境签证) 

请下载模板：

https://cn.tlscontact.com/cnSHA2fr/upload/circulation_statement_fr_cn.pdf 

Y   

 

    另外，根据以往经验，我会建议参展企业携带法方主办单位营业

执照复印件，展位费付费发票，展位确认书及展位图前往签证，这些

资料在参展企业付清展位费后由我会提供。 

 

五、签证注意事项 

1. 领区划分： 

法国驻中国使领馆只受理长期在中国居住的申请者的签证申请。

非长期居住中国的申请者（包括在国外长期居住的中国公民）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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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在中国递交签证申请，申请者须提供证明材料，解释说明无法

在原长期居住的国家递交签证申请的紧急突发事由。 

2. 签证受理： 

 前往某一个申根国家：须在该国使领馆申请签证。 

 出访多个申根国家：须在主要目的地国家（您停留时间最长

的国家）使领馆申请签证。 

 出访多个申根国家，但无主要目的国家（即在各个申根国家

所停留的时间相同）：应在第一入境国家的使领馆申请签证。 

3. 多人团组： 

如与家人或他人同行, 请将所有同行人的申请注册在同一

组内。如出行时间不一致，请勿注册在同一组。 

4. 材料准备： 

 团组中每位申请者都必须提供一套独立、完整、符合材料清

单要求的签证申请材料。 

  如果多人同时申请签证并共用一份原件，每位申请者都

应分别准备一份该材料的复印件和翻译件。 

 请按照材料清单的顺序整理材料。材料请勿用订书机装订。

所有复印件均为 A4 纸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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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成年人的申请: 请特别注意清单中有关申请表、委托书等

签名的要求。 

5. 法国签证受理中心递交申请材料： 

申请者/代办人应按预约时间准时到达中心递交申请。 

 如委托他人代交申请： 须符合本人不需到场采集生物识别

信息的条件，代办人须提供合格的委托，否则申请将不被受

理。 

 未成年人（递交申请日未满 18 周岁）的申请只可由以下人

员递交。未成年人本人递交无效。 

1) 未成年人的父母 （任意一方或双方均可）或法定监护人：

须提供证明亲属关系的相关材料。 

2) 或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法定监护人授权的代办人：须提供

由未成年人父母任意一方或法定监护人亲笔签字的委托书

原件、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请注意：下述情况下申请将不被受理，并需要重新注册预约： 

1) 申请者/代办人未按照预约时间准时递交申请。 

2) 提供错误注册信息（错误的申请人姓名、护照或已失效

的旧护照号码等），该预约将被视为无效预约并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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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可能遇到的问题 

1“巴黎国际服装服饰采购展暨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会（巴黎）”

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答：这个展览会是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法兰克福（法国）展

览公司共同在法国巴黎与 Texworld 展会同期同馆举办的的纺织品服

装行业专业贸易展览会，主要目的是为了加强中欧纺织服装业界的交

流和合作，这个展览会今年是第十八届举办，2006 年 11 月在德国举

办了第一届。以后每年在巴黎举办两次。展览场地是 Parc d’ 

expositions Paris Le Bourget，展览时间为 2017 年 9 月 18 日至 21 日。 

 

2 邀请单位与你是什么关系？ 

答：法兰克福（法国）展览公司 MESSE FRANKFURT FRANCE S.A.S 

是展览会的法国协办单位，是一家在法国有良好信誉的专业贸易展览

公司，负责展览会在法国的运做。举办许多知名专业贸易展览会：如

每年两届的 Texworld 展览会。 

 

3 中国国际贸促会纺织行业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答：纺织贸促会是行业性的对外经济贸易交流促进组织，经国务院有

关部门批准，有权组织承办境内外专业性的国际经济贸易展览。同国

内纺织品服装企业一直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企业中享有较

高的声誉和知名度，是多个国际知名的纺织品类展览会的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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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会，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博览会，中国

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及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中国纺织品服装贸易展览

会等。 

4 你们参展的程序是什么？ 

答：报名参加此展览并向纺织贸促会交纳必要的赴法参展费用后，纺

织贸促会及法兰克福公司将会为我们安排展位及必要的装修。同时，

此展览的法国协办方将向我们发出签证邀请函来申请法国签证。在整

个赴法参展过程，我们是统一参展，统一活动，并按时返回中国。 

 

5 你们在法国期间的安排是什么？ 

答：根据主办单位纺织贸促会的统一安排，在法国期间我们将布展，

参展，展览结束后将进行市场考察及拜访客户，结束后立即返回中国。 

 

七、相关礼仪 

宜着正装，女士不宜使用过多饰物及浓妆；等候时不要喧哗，主动问

好，离开时礼貌道别；保持冷静克制，不卑不亢的态度。对所有提问

要诚实回答。 

 

八、法国短期商务签证申请表及补充问题表填写说明 

A 签证申请表填写说明 

填写要求：所有项目必须属实，需同护照内容一致。使用英文大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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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请认真填写。如有不用填写或不适用于您的项目，请填 N/A 

序

号 

签证申请表项目 填写内容 

1 10 N/A 

2 12 一般为 Ordinary passport/普通护照 

3 21 Business/商务 

4 22 FRANCE 

5 23 FRANCE 

6 25 一般为 7 days，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填

写 

7 28 N/A 

8 29 Sep. 16, 2017（如您的行程自理，请

如实填写） 

9 30 Sep. 22, 2017 （如您的行程自理，请

如实填写） 

10 31 联 系 人 ： Ms. Marie-Armelle de 

Bouteiller 

地址：1 avenue de Flandre 75019 Paris

电话：+33 (0) 155 266 132 

传真：+33 (0) 140 350 900 

电子信箱：marie-armelle.de.boute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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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messefrankfurt.com 

11 32 邀请公司：Messe Frankfurt France 

S.A.S 

地址：1 avenue de Flandre 75019 Paris

联 系 人 ： Ms. Marie-Armelle de 

Bouteiller 

地址：1 avenue de Flandre 75019 Paris

电话：+33 (0) 155 266 132 

传真：+33 (0) 140 350 900 

电子信箱：marie-armelle.de.bouteiller 

@france.messefrankfurt.com 

12 33 由申请人支付,信用卡,预缴住宿,预缴

交通 

13 34 N/A 

14 35 N/A 

15 36 填表地点和日期 

16 37 填表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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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上各标注的含义 

 

各项词条含义 

Valable pour：签证适用的地域范围 

 1. 如果 valable pour 后面标注《ETATS SCHENGEN》，您可以持该签证进入

申根区域（法国，德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西班牙，爱沙尼亚，芬兰，希腊，

匈牙利，冰岛，意大利，列支敦士登，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挪威，

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瑞典，瑞士和捷克共和国）。 
 2. 如果 valable pour 后面只注明某些申根国家名称代码，您只能持该签证前往指

定申根国家：A（奥地利）， B（比利时）， CH（瑞士）， CZE（捷克共和国）， 
D（德国）， DK（丹麦）， E（西班牙）， EST（爱沙尼亚）， F（法国）， FIN(芬
兰)， GR (希腊), H(匈牙利)， I(意大利), IS(冰岛), LI(列支敦士登), L(卢森堡), 
LT(立陶宛), LVA (拉脱维亚), M(马耳他), N(挪威), NL (荷兰), P(葡萄牙)， PL
（波兰）， S（瑞典）， SK（斯洛伐克）， SVN（斯洛文利亚）。 

 3. 如果 valable pour 后面不仅标注《ETATS SCHENGEN》，还包含一个括号，

里面显示有减号符和某些国家名称缩写，说明此签证虽然是申根签证，但您不能持

该签证前往括号里提到的申根国家。例如：ETATS SCHENGEN（-D,S），表示持

有该签证可以去德国和瑞典以外的所有申根国。 
 4. 如果 valable pour 后面标注《FRANCE +1 TRANSIT SCHENGEN》，您可

以持该签证在任何一个申根国过境一次到达法国。 
 5. 如果 valable pour 后面标注《FRANCE》, 您只能持该签证前往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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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如果 valable pour 后面标注《France sauf CTOM》，您可以持该签证前往法

国以及法国的海外省（DROM）。 
 7. 如果 valable pour 后面标注标注《DEPARTEMENT D’OUTRE MER 

（FRANCE）》, 您只能持该签证前往一个或多个在“Remarque”项标注的海外省。 

Du 从：Du 后面标注的日期为您允许进入申根地区的最早开始日期。 

Au 到： Au 后面标注的日期为您必须从申根地区离开的最晚日期。此时间段为您签证的

使用有效期。（而不是允许停留的时间） 

Type de visa：签证类型： 

 1. 如果标注为《A》：机场过境签证（该签证不允许您离开机场的国际区域或者海

关管制区） 
 2. 如果标注为《C》：短期签证（停留时间不超过 90 天） 
 3. 如果标注为《D》：长期签证（停留时间超过 3 个月） 

Nombre d’entrées 入境次数： 

 1. 如果标注为《 MULT》, 您允许多次进入申根地区。 
 2. 如果标注为《1》，您只允许单次进入申根地区。 
 3. 如果标注为《2》，您只允许进入申根地区两次。 

Durée du séjour 停留期限 : 

表示允许您在申根地区停留的总天数。（在您的签证使用有效期内） 

如果您获得使馆签发的 CIRCULATION 签证 (使用有效期为一年或一年以上)，停留期限的

标注天数为 90 天，表示该签证允许您每 6 个月在申根国最多停留 90 天。 

Délivré à 签证签发的地点 

Le 签证签发的时间 

Numéro de passeport 您的护照号 

Nom, Prénom 签证持有人的姓名 

Remarques 备注项： 

多种标注都有可能出现在备注项：签证类型，持有人类别，旅行目的等。最经常看到的几项

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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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RANSIT AEROPORTUAIRE》：机场过境签证（该签证不允许您离开机场

的国际区域或者海关管制区） 
 2. 《CIRCULATION 》 : 1 至 5 年多次入境签证，此签证允许您在签证使用有效

期内多次进入申根地区，前提是停留累计天数为每 6 个月不得超过 90 天。 
 3. 《Département français d’ Amérique 》 , 《Guadeloupe 》 , 《Guyane 》 , 

《 Martinique》 , 《Mayotte》 ，《Nouvelle Calédonie》, 《Polynésie française》, 
《Réunion》, 《Saint-Pierre et Miquelon》, 《TAAF》 ou 《Wallis et Futuna》 : 
说明此签证适用于所有申根区以及以上地区。 

 4. 《CARTE DE SEJOUR A SOLLICITER DES L’ARRIVEE》 ：您需要在到达

法国之后的两个月内到您所居住区的警察局申请居留。 
 5. 《APT A SOLLICITER DES L’ARRIVEE》 ：您需要在到达法国之后立即申请

临时工作许可才可以在法国工作。 

 


